附件：
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
主要研究内容与预期成果以及承担单位与研究人员推荐建议
牵头单
序号 课题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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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承担单 主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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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人员

专题一：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重污染的成因和来源
（负责人：张远航、刘文清、徐祥德、柏仇勇）
主要研究内容：针对当前大气重污染成因研究碎片化和认识片面化的问题，以重污染发生-演变-消散全过程的核心科学问题为导向，采用闭合研究
的技术思路，开展边界层气象和大气化学过程天地空一体化同步立体综合观测实验，构建基于观测的模型、近真实条件下烟雾箱模拟和空气质量模
型相互印证的方法体系，强化硫-氮-碳污染物转化机制及高湿富氨条件下二次颗粒物形成机制的研究，定量解析污染排放、气象过程和化学转化对
重污染过程的影响，提出我国大气重污染成因的耦合新机制及参数化方案，形成具有共识性的科学结论，构建持续开展重污染过程全方位监控和来
源成因诊断的业务化能力，为环境管理部门综合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主要预期成果：天地空一体化大气环境综合观测网与数据共享应用平台；具有共识性的京津冀秋冬季重污染形成的化学和物理过程机制，定量解析
污染源排放、气象条件和化学转化对重污染形成的贡献；大气污染精细化源解析技术业务化平台，秋冬季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时空同
步 PM2.5 归一化源解析结果。

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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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综合立
体观测网

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区域大气环境监管和污 1、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综合
染成因认知基础能力不足的问题，设计构建大 立体观测网（2017 年 10 月）；2、大
气污染综合立体观测网，补充完善区域关键监 气环境监测数据综合分析及共享应
中国环境 宫正宇、
测站点及其监测技术配置，融合中科院 CERN 用平台（2018 年 9 月）。
监测总站 王跃思
监测、京津冀区域监测（国控城市、区域和背
景监测）以及区域气象监测，对区域空气质量
演变特征进行监测与追踪形成京津冀及周边地

中科院大气
物理研究 张鹤丰、杨小
所、中国环 阳、程麟钧、
境科学研究 王格慧、吉东
院、华东师
生
范大学

天地空一体
化大气环境
1-2
跨学科综合
观测实验

区（“2+26”城市）重污染过程中大气污染化学
成分的快速监控能力，提供区域内环境质量和
气象数据的成套数据，获取污染输送的关键证
据，为研究大气重污染过程形成机制提供数据
支持。针对污染物背景浓度变化、跨区域和跨
界输送量不明确等问题，依托我国区域背景站
网，长期监测大气微量化学物种并分析背景特
性，确定关键污染物区域背景值并量化区域内
与周边地区及临近国家间污染物输送。针对缺
乏大气污染综合观测规范和标准等问题，构建
统一的大气环境立体监测质控体系，确定网络
运行管理机制，研究成分网观测、立体网观测、
综合观测网和背景点位观测数据的质控措施和
归一化质控技术，设计多网合一的数据库优化
方案及多源数据融合的传输连接方式，开展各
类仪器的测试校验、比对和性能评估，制定并
完善大气污染综合技术规范。针对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大气污染综合立体观测网中多源大气环
境数据缺乏统一、安全、稳定的数据采集、传
输、核验、存储和共享业务化平台等问题，构
建区域大气环境综合监测数据库和共享应用平
台，完善区域大气环境综合监测数据质控体系；
研究规范化多源异构数据分析及表征方法，实
现大气环境管理综合分析业务化，为重污染期
间环境监管提供技术支撑。
为评估区域大气污染输送和城市间大气污染的 1、区域污染传输通道研究型立体监
北京大学、
相互传输量，揭示边界层气象和大气污染的演 测网络。2017 年完成建立涵盖颗粒 中科院合
中国科学技 刘建国、曾立
变规律，推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持续 物、臭氧及其前体物等气态污染物、肥物质科 刘文清 术大学、中 民、张天舒、
改善，开展天地空一体化大气环境综合观测实 环境气象参数的研究型立体监测网 学研究院
国环境科学 刘诚、李歆
验，主要包括：1、2017 年完成建立京津冀及 络；2018 年完成观测网的精度溯源
研究院、中

周边大气污染传输通道立体监网络，在东南、 体系建设，形成多源归一的立体观测
西南等污染物输送通道和“2+26”城市之间优 网数据质控方法学；2019 年实现三
化选择，部署地基激光雷达和 MAX-DOAS 开展污 维立体监测数据的融合与同化，给出
染输送定点观测，在主要区域污染输送通道搭 经过立体观测数据约束的颗粒物和
建 5 个大气超级观测站，开展秋冬季大气环境 气态污染物的再分析场，复原区域重
综合观测实验。2、2017、2018 年秋冬季重污 污染过程，定量化评估输送通道状
染时段结合车载激光雷达和车载 DOAS 系统、机 况，厘清京津冀区域污染物时空分布
载遥测设备开展污染物输送界面和输送通量综 和输送的特征规律。2、大气重污染
合立体监测，利用多源卫星开展地面校验和区 过程闭合实验研究系统。2017、2018
域输送通量高精度反演分析，建立观测数据的 年获取京津冀及周边秋冬季大气重
多源归一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和输送通量精确分 污染过程中主要污染传输通道上大
析方法；建立针对大气重污染启动-演变-消散 气氧化性、颗粒物成核增长、边界层
全过程核心科学问题的闭合观测系统，分析大 气象等要素的精细化观测数据集，为
气重污染启动-发展-消散过程中大气化学组成 多角度深入认识重污染形成机制提
和边界层气象特征演变规律，提供支撑研究重 供核心数据支持。2019 年实现空间
污染成因的高质量数据集。2019 年利用京津冀 上城市尺度、时间上污染过程尺度的
及周边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多源的关键参数数据 大气污染物理化学特征精细化描述。
集，开展区域污染输送定量化综合分析；提供
京津冀及周边区域秋冬季大气重污染数据分析
报告。
聚焦京津冀地区秋冬季大气细颗粒物浓度快速 1、历史数据分析获得重污染的时空
增长的化学机制，以重污染生消过程“发生- 分布特征，重污染形成过程中化学反
演变-消散”为主线，从微观的化学转化机制和 应机理的主要误差来源（2017 年 9
秋冬季大气 宏观的区域分布传输角度探明重污染成因。1、月）；2、重污染形成过程中不同阶段
重污染的化 定量解析大气氧化剂的来源、循环和去除过程 气相氧化和非均相氧化对二次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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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胡
学过程机理 的关键机制，定量揭示气相氧化过程对区域大 颗粒物污染的贡献（2018 年 2 月）；
研究
气重污染形成的影响；2、建立二次转化与大气 3、重污染过程中大气氧化性来源和
成核与新粒子增长的定量关系，在分子水平上 构成的定量表征；气溶胶高效核化的
建立气溶胶成核和增长机制，揭示导致高效核 主控因子和二次转化的关键机制定
化与快速增长的主因；3、厘清 SO2，NO2，VOCs 量；重污染形成过程中不同阶段气相

国科学院大
气物理研究
所、复旦大
学

中科院化学
研究所、中
陆克定、葛茂
科院大气物
敏
发、李杰、陈
理研究所、
建民、蒋靖坤
复旦大学、
清华大学

等前体物通过多相化学形成二次颗粒物的反应 氧化和非均相氧化对二次有机颗粒
机理、动力学过程及微观理化参数，揭示非均 物污染的贡献；典型污染源对二次颗
相反应在重污染过程中的贡献；4、完善现有 粒物生成贡献（2018 年 9 月）；4、
NAQPMS 等数值模式工具，建立区域输送和本地 明确导致秋冬季区域二次颗粒物污
生成对重污染过程贡献的评估方法，在空间尺 染形成的具体化学过程机理，量化各
度上对细颗粒物的局地生成和区域输送进行化 反应通道和各典型污染源的相对贡
学解析；5、通过构建大气氧化性、核化与新粒 献；量化区域输送和局地化学反应对
子增长、多相化学反应等的耦合机制，量化各 重污染形成的贡献（2019 年 2 月）；
化学反应通道对重污染形成的贡献。
5、建立高精准区域大气重污染化学
过程机理研究技术指南；改进现有区
域空气质量模型的化学模块，显著提
高秋冬季区域大气重污染诊断分析
和预报准确度；获得京津冀典型功能
区的大气环境容量和承载力及其化
学过程方面的主控因子（2019 年 8
月）。
1、查明季节-百年时间尺度上东亚季风-西风 1、揭示地形影响、多尺度天气系统
系统变化及其与气候变化的联系，辨析不同尺 及其长期变化与京津冀区域大气重
度环流长期变化对我国京津冀区域天气状况和 污染时空分布联系；2、量化采暖季、
雾-霾事件的作用机制；2、提出地理特征、大 非采暖季气象因素在细颗粒物污染
地形结构、天气系统类型及其它气象要素对京 变化中的贡献程度；揭示重污染过程
秋冬季大气 津冀区域大气重污染形成过程的影响机制。评 中大气细颗粒物污染形成、积累和消
国家气候中
中国气象
安芷生、王亚
重污染的物 估京津冀区域天气、气候对大气污染源的影响 散的物理机制，实现在城市空间尺
心、中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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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徐祥德
强、张小曳、
理过程机理 效应。分析其气象背景和大气边界层气象条件 度、污染过程时间尺度对大气重污染
地球环境研
院
柳艳菊
研究
形成和演变过程，揭示重污染过程与大气环流 不同阶段、特别是细颗粒物爆发性增
究所
的对应关系；3、量化气象条件在大气重污染形 长阶段气象因素贡献的定量分辨；3、
成和累积不同阶段、特别是 PM2.5 爆发性增长阶 量化 2017 年冬季减排细颗粒物下降
段的贡献程度，为提出最优控制途径给出气象 程度、雾-霾变化及污染物构成差异；
因素作用的认识；4、通过气象要素与细颗粒物 提出更加科学、满足管理需求和便于
污染及其紧密联系的雾-霾变化研究，量化排放 公众理解的“雾-霾”划分依据，说

多技术融合
的综合精细
1-5
化来源解析
技术研究

大幅减少后雾-霾天气可能的变化程度、以及重 明北京历次重污染过程中“雾-霾”
污染期间雾和霾各自占比及污染物构成差异； 构成情况；4、揭示以变暖为特征的
5、研究京津冀区域大气重污染年代际及年际变 长期气候变化与局地重污染天气的
化与全球变暖的联系机制，揭示长期气候变化 关系，提出具有科学共识的结论。为
趋势与区域重污染天气的关系。
全面认识秋冬季京津冀大气重污染
成因、为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程度、以
及能否实现在冬季大幅减少京津冀
重污染事件提供气候变化影响背景、
气象作用机制和程度方面的认识。
1、主要污染源和污染过程的示踪信息识别及筛 1、初步建立污染源谱库（2017 年 9
选技术。建立包含多元信息的污染源精细化源 月）；2、构建污染源成分谱的示踪信
谱库和受体污染特征信息库；利用多元示踪指 息识别和筛选方法（2017 年 12 月）；
标用于模型的参数化方法，建成能够满足京津 3、建立基于受体模型的源解析方法
冀精细化解析技术需求的主要污染源示踪信息 （2017 年 12 月）；4、建立空气质量
和示踪物谱库，形成精细化源谱库构建的技术 模型的源解析方法（2018 年 2 月）；
规范和技术方法。2、多元稳定/放射性同位素 5、建立多技术融合的综合来源解析
的物质和环境示踪体系。利用非传统稳定同位 技术（2018 年 2 月）；6、构建精细
素示踪大气颗粒物金属成分的来源；利用双碳 化源谱库、优化基于受体模型的精细
中科院大气
同位素解析化石源及非化石源的定量贡献；利 化源解析方法（2018 年 4 月）；7、 中科院地
冯银厂、李国
物理所、南
用 N、S、O 等稳定同位素示踪硫酸盐和硝酸盐 优化空气质量模型精细化源解析方 球环境研 曹军骥
辉、侯小琳、
开大学、北
129
的氧化途径及定量贡献；利用气溶胶中碘 I 、法（2018 年 6 月）；8、优化多技术 究所
郑玫、毕晓辉
京大学
10
Be 同位素示踪污染气团运移过程；构建多元 融合的综合精细化来源解析技术
稳定／放射性同位素的物质和环境示踪体系。 （2018 年 9 月）；9、完成大气污染
3、基于离/在线数据的多受体模型精细化源解 精细化解析技术业务化平台建设
析技术。利用有效示踪信息，完善现有受体模 （2019 年 9 月）。
型算法；研发多维多功能受体模型和在线源解
析技术；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集成源解析
模型，实现 PM2.5 污染来源的行业解析及关键物
种的一次和二次来源解析。4、基于空气质量模
型的精细化来源解析技术。建立污染源全行业

标记和污染物迁移转化过程追踪的示踪模块，
解决一次、二次污染物来源和区域传输贡献定
量解析的难题；研究模型参数的动态选择与计
算方案的优化设置，实现对颗粒物和前体物的
行业和城市污染来源时空分布动态解析。5、多
模型融合的综合精细化来源解析技术。研究源
清单法、空气质量模型和离/在线受体模型的交
叉印证方法和融合技术，构建大气污染源精细
化解析技术业务化平台。6、京津冀区域大气
PM2.5 精细化源解析方法示范。开展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主要污染源及其相应子源类对 PM2.5 的贡
献，定量估算硫酸盐、硝酸盐和有机物等关键
物种的一次和二次来源贡献；建立区域源解析
结果的异质性和趋同性分析技术，分析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颗粒物来源的时空分布特征，为京
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1、大气污染与边界层过程相互作用的微观机 1、建立大气重污染过程多方位监控
制。研究大气吸光性污染物对边界层内湍流扩 和来源成因诊断分析方法（2017 年 9
散强度、边界层内水汽相变的影响，揭示大气 月）；2、量化典型重污染过程中污染
污染物加剧边界层稳定度的作用机制；通过测 物一次排放、气象因素和化学二次转
中国气象科
量和数据集成，定量分析重污染条件下静稳边 化的贡献比例（2018 年 3 月）；3、
学研究院、
重污染形成 界层湍流特征及污染物清除过程，估算京津冀 针对可能发生持续 3 天以上、覆盖范
蔡旭辉、车慧
中科院大
北京大学、
秋冬季节静稳边界层内大气颗粒物的干沉降速
的耦合机制
围包括直辖市或 20 万平方公里以上
正、吴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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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物理研 王自发 北京师范大
与动态解析 率；阐明边界层垂直交换、抬升期间残留层对 国土的重污染过程，具备支撑提前识
吴其重、苗世
究所
学、中国气
地面大气氧化性、颗粒物吸湿性影响；发展优 别耦合作用作为主控因子的能力
技术
光
象局城市气
化的京津冀地区大气边界层模型参数化方案。 （2018 年 9 月）；4、阐明大气污染
象研究所
2、大气污染与边界层气象双向反馈与重污染形 物浓度快速上升、持续积累乃至最终
成机制。阐明影响大气污染生消过程的关键气 消散的物理与化学过程的耦合机制
象过程和因子，解析重污染影响局地环流和区 （2018 年 9 月）；5、量化耦合机制
域不利气象条件的关键促发因素，量化逆温层 在大气二次颗粒物持续快速增长过

形成与边界层抬升对近地面大气污染垂直交换 程中的作用，提出具有科学共识的结
及大气污染化学过程的贡献；发展大气污染- 论（2019 年 9 月）。
边界层气象双向反馈的参数化方案，量化不同
天气系统大气污染与大气边界层气象双向反馈
在京津冀大气重污染形成中的作用。3、京津冀
区域污染和秋冬季爆发式增长的定量解析。模
拟评估京津冀典型重污染过程的区域污染传输
特征和城市间相互影响；发展大气重污染过程
来源成因诊断分析技术，实现大气重污染启动爆发-消散全过程及大气边界层理化结构的精
细化模拟，定量解析污染排放、气象过程和化
学转化对重污染形成的贡献比例；形成京津冀
秋冬季大气污染形成机制共识性结论。
为更好支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科学治污、精 1、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
准治霾”，本课题采用城市工作组与技术支持 空气质量状况的时空变化规律及发
组相结合、城市与区域合作的跟踪研究机制， 展趋势。2、基于更新的排放源清单
在京津冀及周边区域“2+26”城市开展精细化 和多个空气质量模型，获得京津冀及
源解析研究，获得精确到行业和重点源，精细 周边地区“2+26”城市间传输与相
到村、镇园区，精准到具体重污染过程的 PM2.5 互影响。3、基于组分网、超站的观
精细化源解析，形成科学共识，为城市科学制 测，获得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
京津冀及周
定和后期评估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措施提供科技 城市重污染过程中颗粒物高时间分 中国环境
边“2+26”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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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1、基于常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颗粒物 辨率动态源解析。4、京津冀及周边 科学研究 孟
市来源解析
组分网和超级站观测数据，采用多种数理统计 地区“2+26”城市全年及秋冬季重
院
研究
方法，对“2+26”城市的空气污染特征开展分 污染过程中城市间跨界输送及各城
析，获得各城市空气污染空间分布、时间序列 市重点行业贡献短期预测。5、获得
及发展趋势特征。2、基于更新的源排放清单，具有可比性和规范性，融合多种技术
采用 CMAQ、CAMx、NAQPMS、WRF-chem 等多个空 方法的精细化颗粒物源解析。其中
气质量模型，以及 Brutal Force、敏感性分析、50%以上本地来源贡献可以精确分配
源标记法等多项技术，对 “2+26”城市间传输 到重点排放源。
与相互影响开展解析。3、基于组分网、超站的

北京大学、
中国环境监
刘世杰、唐伟、
测总站、中
凡
高健、黄顺祥、
国人民解放
郭松
军陆军防化
学院

观测，获得 “2+26”城市重污染过程中颗粒物
高时间分辨率动态源解析。4、采用多种模式技
术，开展重污染期间“2+26”城市颗粒物相互
影响及来源解析短期预测。5、基于第一阶段颗
粒物源解析研究基础及本项目其他课题建立的
源谱库、源清单及观测数据，在各城市开展膜
采样观测，并运用基于项目其它课题研发的精
细化源解析融合技术体系和支撑平台，获得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具有可比性和规
范性的精细化来源解析。
专题二：排放现状评估和强化管控技术
（负责人：贺克斌、李海生、贺泓、刘学军）
主要研究内容：本专题将围绕一项基础技术：
“2+26”城市排放清单编制和快速量化响应技术，七个关键领域：冶金、建材、VOCs 重点行业、
“散乱
污”、煤炭使用、柴油机、农业源开展研究。一项基础技术重点研究：高分辨率排放清单编制技术、多维校验技术和快速量化技术平台。七个关键领
域重点研究：七个领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特征、环境监管技术方法、排放治理技术和结构优化方案，特别是重污染天气的行业调控政策建议。
主要预期成果：构建一套区县级高时空分辨率大气污染源动态排放清单的编制、校验和更新技术方法体系。厘清非电行业多污染物排放特征、建立
最佳可行技术和综合整治方案、建立不同行业“散乱污”企业的界定标准、形成生产全过程污染物管控方法体系、提出重污染天气非电行业应急措
施预案。提出涉煤行业煤炭减量化与清洁利用一揽子解决方案。形成以交通结构优化和需求调控为核心的柴油机强化管控方案和重型柴油车远程在
线监控及决策核查平台。提出农业氨、土壤风蚀扬尘和秸秆焚烧的强化治理方案。

区域动态高
时空分辨率
2-1
大气污染源
排放清单

针对目前城市层面缺乏准确、精细化、动态更 1、提供“2+26”城市清单第一版数
新的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难以支撑管理决策 据产品（2017 年 9 月）；2、提出重
的问题，通过研发高分辨率排放清单编制技术、点行业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方法，建立
排放清单多维校验技术和排放清单编制与快速 排放清单编制技术平台，提供 2+26
量化技术平台，构建一套区县级高时空分辨率 城市移动源排放清单数据产品（2018 清华大学 张
大气污染源动态排放清单的编制、校验和更新 年 2 月）；3、提出面源排放清单编制
技术方法体系。重点攻克非电工业、产业集群、技术方法，建立本地化排放因子库，
柴油机、分散面源和天然源的高分辨率排放清 形成基于测量的工业源排放反演技
单调查和编制技术，突破基于地面观测、遥感 术方法，提供“2+26”城市清单第二

环境保护部
环境规划
院、北京工 唐倩、程水源、
强
业大学、中 唐桂刚、刘欢
国环境监测
总站

观测、空气质量模型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多 版数据产品（2018 年 9 月）；4、建
维校验技术，研发支持动态决策的排放快速量 立重点源化学成分谱数据库，提出排
化响应技术，建设排放清单编制与快速量化技 放清单业务化技术规范，形成排放清
术平台，实现清单业务化动态更新。依托构建 单快速量化技术平台（2019 年 2 月）；
的技术体系，针对“2+26”城市建设动态更新 5、提交区域城市耦合排放清单数据
的高分辨率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数据产品，为 产品，编制“2+26”城市清单第三版
PM2.5 来源精细化解析、重污染应急方案制订及 数据产品，形成城市排放清单综合校
评估、空气质量达标分析等管理工作提供基础 验技术方法体系（2019 年 8 月）。
数据支撑。建立多尺度排放清单耦合方法，集
成全国排放清单、区域排放清单和跟踪研究建
立的“2+26”城市排放清单数据，开发区域城市耦合的高分辨率排放清单数据再分析产
品。在多物种排放量计算、清单校核和不确定
性分析等基础上开展“2+26”城市大气污染源
排放清单综合应用示范。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重点排放源动态排放清单编制技术及排放清单
多维多尺度校验技术，建立排放清单编制与快
速量化响应技术平台；建立区域动态排放清单
编制方法及数据产品，形成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区域-城市耦合动态高分辨率排放清单。
针对京津冀冶金企业排放状况底数不清、冶金 1、摸清京津冀地区冶金行业大气污
中科院过程
产业布局与环境承载力矛盾突出、冶金行业污 染物排放及治理现状（2018 年 2 月）；
工程研究
染治理技术良莠不齐、无组织排放严重、冶金 2、筛选出冶金行业大气污染物防治
所、环境保
冶金领域大 企业停限产一刀切、缺乏有针对性的冶金行业 最佳可行技术路线（2018 年 6 月）；
护部环境工
冶金工业
梁鹏、赵志龙、
气污染治理 环境监管监察技术体系等急需解决的问题，开 3、提出符合京津冀大气环境质量改
程评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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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研究 李新创
刘涛、邢奕、马
及调控政策 展：1、冶金行业大气污染排放现状综合评估。善的冶金行业排放标准修订建议
心、北京矿
院
永亮
调研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冶金企业主要大气污染 （2018 年 6 月）；4、提出“一企一
研究
冶研究总
物排放和治理现状，找出企业大气污染防治的 策”的京津冀冶金企业错峰停限产方
院、北京科
薄弱环节，综合考虑企业原料运输环节产生的 案（2018 年 9 月）；5、提出京津冀
技大学、清
大气污染，提出全过程大气污染控制方案。2、地区冶金行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
华大学

冶金行业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研究。分析京津 优化的措施建议（2019 年 2 月）；6、
冀及周边地区冶金企业装备、工艺特点，深入 建立有针对性的冶金行业有组织、无
研究冶金产业发展的历史原因，提出有利于京 组织源环境监管技术体系（2019 年 2
津冀大气环境质量改善产业结构、布局调整的 月）；7、提出京津冀地区冶金行业大
措施及政策建议。3、冶金行业大气污染防治最 气污染全过程控制方案（2019 年 9
佳可行性技术体系及排放标准研究。筛选各产 月）。
排污节点大气污染物控制最佳可行性技术，结
合区域环境质量改善需求，对冶金行业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开展评估，提出排放标准修订建
议。4、冶金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和错峰生产停
限产管控措施研究。在对京津冀地区冶金企业
环境绩效进行综合评级的基础上，提出冶金行
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和采暖季错峰停限产管控技
术措施和监管方案，评估实施停限产管控的经
济、环境、社会影响。5、冶金行业大气污染防
治监管体系研究。针对冶金企业有组织排放源、
无组织排放源等大气污染物排放环节，分别建
立配套的监测、核算和现场监察技术方法体系。
针对京津冀和“2+26”城市内建材行业布局和 1、京津冀和“2+26”城市建材产业
产业规模，通过梳理水泥、玻璃、陶瓷、砖瓦 现状分析研究报告；2、水泥、玻璃、
等典型高温窑炉型建材产品和涂料、人造板、 陶瓷、砖瓦、建筑涂料、人造板、家
家具等典型装饰装修建材产品的工艺特征、技 具分行业产排污节点及污染控制分
建材领域大 术现状、污染治理措施和污染物排放现状，深 析评估报告；3、
“2+26”城市建材行
中国建筑
气污染治理 入分析建材行业各小类污染治理的薄弱环节， 业应急预案措施调研分析报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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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
及调控政策 提出有针对性的各子行业污染减排技术路线， 建材行业应急措施综合评估方法和
研究总院
研究
实现行业精细化管理和产业升级目标；结合日 典型城市案例；5、典型建材高温窑
常环境管理执法要求、错峰生产和重污染天气 炉污染物指标分级分类方法及控制
应急等特殊要求，对减排工艺和措施进行技术 要求；6、京津冀和“2+26”城市建
与经济性评估；结合行业特点对重污染天气应 材行业脱硝技术、脱硫技术、收尘技
急措施评估并提出政策调控方案；结合建材行 术分类环境及经济性评估报告；7、

姚燕

中国建材检
验认证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清华大 何捷、李俊华、
学、中国环 潘东晖、王红
境科学研究 梅、陈璐
院、中国建
筑材料联合
会

VOCs 重点行
业排放特征
2-4 及减排监管
技术体系研
究

业分布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研究重点区域重 典型建材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点行业环境容量，研究建材行业环境管理方案，评估及制修订建议；8、重点地区水
提出区域内建材结构调整和产能控制目标相关 泥、玻璃、陶瓷、砖瓦等行业全过程
政策建议和方案。
污染控制途径和控制方案；9、重点
地区典型装饰装修行业环保监管技
术规范（建议稿）；10、典型装饰装
修建筑材料行业全过程污染控制途
径与控制方案；11、建材行业应急措
施减排量核算技术方法和典型城市
案例；12、京津冀和“2+26”城市针
对水泥、玻璃、陶瓷、砖瓦等子行业
应急调控对策建议；13、重点地区典
型建材行业技术提升工作方案；14、
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
市建材工业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方
案（2020-2025）建议稿；15、京津
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建
材行业环境管理方案建议稿。
基于总结凝炼人为源 VOCs 排放特征和控制技 1、《石化与化工 VOCs 污染防治与监
《化
术等现有研究成果，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石 测监控技术指南（建议稿）》；2、
环境保护部
化行业、化工、工业涂装和包装印刷等 VOCs 工 VOCs 减排核查核算细则（建议
“2+26”城市石化、化工行
环境规划
重点行业排放标准、减排路径、监测监控、优 稿）》；3、
院、清华大
控物质等监管体系薄弱，通过现场调查与测量 业、工业涂装和包装与印刷行业应对
邵敏、宁淼、王
弄清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与印刷等 VOCs 重污染天气的减排措施清单以及推
学、上海市
北京大学 谢绍东
书肖、张钢锋、
重点行业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空间分布与产 动长期稳定达标 VOCs 控制措施清
环境科学研
聂磊
业发展规模、工艺水平和污染治理技术以及 单；4、《工业涂装 VOCs 污染防治与
究院、北京
VOCs 排放现状；筛选 VOCs 重点行业 VOCs 污染 监测监控技术指南（建议稿）》；5、
市环境保护
防治最佳可行技术，研究建立 VOCs 重点行业全 《工业涂装 VOCs 减排核查核算细则
科学研究院
过程污染控制技术途径与控制方案，研究这些 （建议稿）》；6、石化行业、化工行
行业 VOCs 控制技术减排量的核算及验证方法；业、工业涂装和印刷行业全过程

研究 VOCs 重点行业简便、高效的环境监管技术 VOCs 减排途径和控制方案；7、京津
方法体系，包括现场执法的监测仪器和在线监 冀及周边地区石化行业、化工行业、
测装置；研究 VOCs 重点行业政策管理体系，包 工业涂装、包装印刷行业 VOCs 排放
括 VOCs 全过程综合控制标准；通过 VOCs 源排 监管体系；8、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放成分谱库的构建，研究基于 O3 和 SOA 生成潜 VOCs 重点行业排放与控制现状；9、
势的 VOCs 优先物种及其关键源控制，提出优先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VOCs 关键组分及
控制 VOCs 物种名录及其关键源；根据不同季 其关键源控制名录；10、京津冀及周
节、不同时段 PM2.5、O3 污染控制需求，研究“一 边地区 VOCs 管理政策。
市一策”重点行业 VOCs 控制的路径与整体控制
方案。
面向我国大气环境综合监管的迫切需求，针对 1、基于颗粒物、灰霾、污染气体等
京津冀及周边区域量大面广的“散乱污”企业 遥感指标的方法与结果，定期（月、
违法排放、污染严重等突出问题，综合利用高 季、年）提交“2+26”城市颗粒物、
分辨率卫星遥感技术、车载光学遥测技术、地 灰霾、污染气体等大气污染物的空间
面空气质量监测网、污染源在线监测等技术手 分布及变化趋势专题图、分析报告；
段，基于区域颗粒物、灰霾、污染气体等大气 提交“散乱污”企业判定和分类指南
污染物遥感反演方法与结果，开展“散乱污” 及指标体系（2018 年 9 月）；2、提
企业相关的大气污染物空间分布及变化趋势监 交“2+26”城市“散乱污”企业集群
“散乱污”企
环境保护
测与分析，构建大气污染高发指数模型算法， 监管公里级动态网格，定期（月、季、
业动态监管
部卫星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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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散乱污”企业集中区遥感判定、
“散乱污”年）更新“散乱污”企业集群重点关
王
技术及应用
境应用中
企业集群监管动态网格构建、
“散乱污”企业集 注网格；基于重点关注网格的“散乱
研究
心
群遥感识别等关键技术，建立“散乱污”企业 污”企业集群精细化判别关键技术，
判定和分类指南及指标体系，并在京津冀地区 按季提交“散乱污”企业集群识别提
开展“散乱污”企业集群动态监管应用示范， 取研究报告（2019 年 2 月）；3、定
支撑实现“散乱污”企业集群判别与动态监管，期（月、季、年）提交“2+26”城市
为把大气污染防治管理科学决策落到实处、提 中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等典型城市
高大气环境执法监管技术能力、强化京津冀及 “散乱污”企业集群空间分布专题图
周边地区“散乱污”企业集群动态监管提供技 及监管报告（2019 年 9 月）。
术基础。

中国科技大
学、中科院
遥感与数字
地球研究
所、中国环 厉青、王中挺、
桥 境科学研究 乔琦、平凡、汪
院、中国环
太明
境监测总
站、中国人
民解放军
61646 部队

区域内煤炭
使用强度降
2-6 低和清洁利
用政策工具
研究

柴油机排放
2-7 及强化管控
措施

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煤炭消费强度大、污染 1、2010-2016 年“2+26”城市的能
控制及监管手段薄弱等突出问题，开展科研攻 源平衡表（以各城市统计局统计进度
关。理清区域“2+26”城市的能源供需结构现 及结果为准）；2、2020 年“2+26”
状，预测其变化趋势，提出煤炭替代技术路线、城市煤炭消费比重、清洁能源消费比
清洁能源供应保障方案。测取区域燃煤电站各 重等能源消费结构变化情况预测；3、
烟气净化技术对污染物排放的协同控制性能数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清洁能源替代煤
据，研究燃煤发电锅炉烟气净化全套工艺综合 炭政策与清洁能源供应保障方案；4、
评价方法，对燃煤电站超低排放典型工艺进行 区域燃煤电站污染物治理全套工艺
评估，提出区域燃煤电站锅炉强化大气污染治 的评估方案；5、区域中小燃煤锅炉
理方案。建立区域中小燃煤锅炉与工业窑炉排 与工业窑炉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
放清单编制方法，制定地区燃煤锅炉与窑炉污 编制方案；6、京津冀及周边中小燃
染治理技术路线和强化治理方案。分析民用散 煤锅炉与工业窑炉大气污染治理强
煤大气污染物排放现状，制定该地区分区分类 化方案；7、民用散煤大气污染物排 清华大学 姚
散煤治理技术路线和强化治理方案。研究建立 放和治理政策现状；8、民用散煤污
中小燃煤设备环境监管技术方法体系，研究重 染推荐治理技术目录（建议稿）；9、
污染高发季节和重污染过程燃煤设备大气污染 民用散煤污染中长期治理方案；10、
物排放调控与减排量核算技术方法，评估京津 中小燃煤设备环保监管技术要点；
冀区域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与管理现状，提 11、重污染季节中小燃煤设备大气污
出禁燃区划定的优化指导方案。研究区域煤炭 染物排放调控措施与配套政策；12、
利用、燃煤污染排放和治理现状，提出京津冀 禁燃区划定优化指导方案；13、京津
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煤炭减量、替代与清 冀及周边地区涉煤行业煤炭减量化
洁利用技术路线图，提出区域煤炭减量、替代 与清洁利用一揽子解决方案。
和清洁利用的强化政策方案，提出“2+26”城
市降低煤炭使用强度和清洁利用的综合保障方
案与管理机制。
1、柴油机治理技术和升级达标技术方案。对柴 1、京津冀地区综合货物运输优化方
油机治理和后处理改造升级技术进行梳理、研 案以及企业需求调控为核心的货运 中国环境
究及示范应用，重点在石家庄、邯郸、济南、 行业强化管控与重污染应急管控方 科学研究 丁
太原、郑州、北京等地进行各类型柴油机 PM 案（2018 年 9 月）；2、在用柴油机
院
和 NOx 治理技术的示范应用研究，对不同治理 后处理改造升级技术方案（2019 年 2

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能源研究
所、中国环
张有生、田刚、
境科学研究
强
薛志钢、陈潇
院、环境保
君、米树华
护部环境规
划院、中国
国电集团公
司

中科院生态
环境研究中
贺泓、徐洪磊、
焰 心、交通运
吴烨、尹航
输部规划研
究院、清华

技术减排效果的可靠性、安全性以及耐久性等 月）；3、油品及氮氧化物还原剂监管
大学
指标进行综合评估。2、重型柴油车远程在线监 机制和方案（2018 年 9 月）； 4、重
控平台和车油联合管控方案。建立基于在用车 型柴油车远程在线监控平台及车油
年检、遥测、OBD 远程监控的柴油车监控方案，联合管控方案（2019 年 8 月）；5、
实现对重型柴油车实际道路排放状况的实时监 重型柴油车和船舶决策核查平台
测；开展油品及 NOx 还原剂监管机制研究，并 （2019 年 8 月）。
对油品质量开展监督抽测；在北京、天津、石
家庄、郑州、太原等地进行柴油车、柴油的监
控和监测试点工作，实现高排放车辆识别和监
控，车油联合管控的目的。3、综合货物运输优
化方案及分行业路网货运交通流动态解析与管
控方案。梳理和破解京津冀地区铁路、公路等
货运物流系统的结构性问题，优化区域货物运
输规划，解决大宗货物由公路货运向铁路货运
为主的结构调整，提出重点区域的城市间、企
业间货运“最后一公里”解决方案。4、 “流
量-排放-浓度-控制”一体的柴油机排放监控决
策核查平台。综合台架、车载、跟车测试等手
段以及物流通道空气质量监测网和空气质量模
型工具，实现“交通流特征-排放强度-污染物
浓度-控制措施调控”的多级输入响应调控，开
展“航运需求-排放变化-空气质量”综合分析，
建立重型柴油车和船舶决策核查平台，并对各
种强化措施进行定量评估。
1、精细化农业氨排放及对 PM2.5 的贡献；2、种 1、从全生命周期角度明确不同农业
中国农科院
植业氨减排技术与强化治理方案；3、畜牧业氨 源氨的排放特征及其对冬季雾霾期
环境与可持
农业排放状
宋宇、董红敏、
减排技术与强化治理方案；4、土壤风蚀扬尘排 间 PM2.5（铵盐）的贡献，在协同考虑 中国农业
续发展研究
2-8 况及强化治
刘学军
余新晓、田宜
放现状评估和治理；5、农业秸秆燃烧现状及管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减排条件下提
大学
所、农业部
理方案
水、潘月鹏
控对策。上述研究是在凝练已有农业面源排放 出适宜的区域氨减排量；2、实现全
规划设计
成果基础上，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核心，进 生命周期种植业(农田和设施农业)
院、北京大

一步精细化种植业和畜牧业氨、土壤风蚀扬尘 氨减排技术列单与效果评估，提出基
学、北京林
和秸秆燃烧等重点源的排放特征，定量其对 于控氨的土壤-作物系统氮肥优化管
业大学
PM2.5 的相对贡献，并分析现有控制技术条件下 理的建议；3、完成养殖业全链条减
的减排潜力。以降低 PM2.5 污染和不加剧酸沉降 排技术对氨减排效果评估，提出基于
为约束条件，协同考虑硫氮削减量，采用大气 氨减排的畜牧业结构调整和养殖场
化学数值模拟确定氨的减排量。采用生命周期 管理的建议；4、明确京津冀及周边
评价和费效分析，制订科学合理、可行有效的 地区不同下垫面的起尘系数与土壤
农业氨减排技术路线和政策，并在典型农区开 风蚀扬尘对区域 PM2.5 背景值的贡献
展示范。针对不同土壤风蚀扬尘来源，定量评 率；5、提出土壤风蚀扬尘的减排技
估保护性耕作、植被修复等土壤风蚀扬尘治理 术名录，完成土壤风蚀扬尘治理管控
技术，并对其效果进行评估试验示范。系统分 方案；6、完成季节性秸秆露天焚烧
析作物秸秆焚烧现状与治理方面的主要进展， 对 PM2.5 污染的影响评估报告，提出
通过综合研究提出京津冀地区秸秆的清洁利用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秸秆的清洁利用
管控方案及应急处理对策。
管控方案；7、提交一份我国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农业源排放及其大气污
染强化治理咨询建议。
针对当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2+26”城市中 1、
“2+26”城市动态高时空分辨率大
绝大多城市还没有建立起业务化的排放清单编 气污染源排放清单；2、建立排放清
制工作机制和流程，没有建立涵盖所有大气污 单技术组、工作组和地方政府的清单
染源排放与治理措施情况、区县级高时空分辨 编制工作机制；3、 建立排放清单数
清华大学、
率的排放清单,同时现有排放清单常与环境执 据来源、编制方法一致性审核方法；
南开大学、
“2+26”城市 法抽查结果难以吻合，尤其缺失“散乱污”企 4、制定“2+26”城市清单数据提交、
北京工业大
中国环境
张强、程水源、
大气污染源 业、VOCs 和氨排放等信息，且排放清单尚未实 审核、反馈意见、修订、再提交的工
贺克斌、 学、环境保
2-9
科学研究
冯银厂、张新
排放清单研 现动态更新的现状。基于“2+26”城市的能源、作流程。
薛志钢 护部环境规
院
民、任岩军
究
经济和产业特点，调查、收集获取覆盖城市全
划院、中国
境的各类大气污染源排放活动水平数据，应用
环境监测总
专题二课题一编制的清单编制方法和技术指
站
南，结合环保部现已发布的各类排放清单指南、
综合国内外污染源测试结果，选取物料衡算、
排放因子、现场实测、排放模式等方法针对各

城市不同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进行计算，编
制城市排放清单和清单报告，并对清单进行校
核和不确定性分析；借鉴美国、欧盟大气污染
源排放清单技术导则和指南，结合我国大气污
染源排放清单试点城市的经验，研究建立
“2+26”城市排放清单技术组、工作组、地方
政府的清单编制工作机制；研究制定排放清单
数据来源、清单编制方法一致性审核方法，深
入剖析各类源活动水平获取途径及排放量核算
的不同方法，运用相关分析、类比、横向比较
等方法，构建排放清单数据来源、清单编制方
法一致性审核体系，对“2+26”城市排放清单
的数据来源和编制方法一致性进行定期审核。
根据固定污染源环评、排污许可管理过程中记
录的产品与产能、能源消耗、治理设施、污染
源手工与在线监测、企业执行台账记录、管理
部门的执法监察记录、实际排放量等对排放清
单的相应数据进行交叉检验和质量控制，分析
排放清单相应数据的有效性，提高固定污染源
排放清单质量。通过数据管理和审核，确保各
地排放清单质量；建立“2+26”城市清单数据
提交、审核、反馈意见、修订、再提交的工作
流程，并督促实施。
专题三：大气污染防治综合科学决策支撑
（负责人：郝吉明、柴发合、王金南）
主要研究内容: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应对和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综合科学决策支撑不足的问题，本专题主要开展区域空气质量调
控技术与决策支持平台、区域大气承载力与空气质量改善路线图、重污染天气联合应对和舆情分析技术平台、“2+26”城市大气污染综合解决方案、
基于环境监测和比较风险评估环境管理支撑技术等研究，形成能够有效支撑近期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应对决策和实施、动态识别有毒有害污染物、中
长期大气污染防治科学决策的技术能力；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展数据管理平台与质量控制、攻关项目成果集成与应用示范研究，建立统一的综合科

学数据管理平台，并开展整个攻关项目的成果集成与应用，以全面支撑大气污染防治综合科学决策的相关需求。
主要预期成果：区域空气质量调控技术与决策支持平台；区域大气承载力与空气质量改善路线图；重污染天气联合应对和舆情分析技术平台；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有毒有害污染物动态识别；大气环境科学数据质控和管理平台；大气环境热点问题快速响应和科学普及。
1、基于海量排放情景的大气化学传输模拟，定 1、构建大气污染防治技术和政策数
量分析多区域、多行业、多污染物减排与空气 据库，开发多部门多污染物排放与空
质量的响应关系，针对京津冀及周边“2+26” 气质量的响应模型，确定不同大气环
城市的不同环境目标要求，确定京津冀及周边 境质量改善目标下的污染减排任务
“2+26”城市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的减排量需 量（2018 年 2 月）；2、构建综合经
求；2、建立涵盖重点行业 SO2、NOx、PM、VOCs 济发展与能源战略的中长期排放削
等主要污染物的减排政策、技术措施与调度业 减情景库，建立对多种减排措施组合
务工具库，开发基于排放清单和控制措施动态 的成本效益评估技术（2018 年 9 月）；
响应关系的污染物减排实时评估系统，实现从 3、构建多尺度大气污染防治综合决
环境保护部
控制措施到减排量的动态化和可视化管理，明 策技术支持平台，开展不同中长期排
环境规划
确不同阶段的重点控制污染物、污染源以及对 放削减动态情景的成本效益分析
院、中国环
区域空气质 应的最佳可行控制技术；3、构建和完善本地化 （2019 年 2 月）；4、在区域层面和
境科学研究
邢佳、薛文博、
量调控技术 的经济-能源情景数据库，综合评估社会经济与 典型城市开展决策技术支持平台的
院、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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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王书肖
段雷、鲁玺、谢
与决策支持 能源政策对各行业发展的影响；建立从经济与 示范应用，基于成本效益评估提出京
学、华南理
绍东
平台
能源发展到污染物排放水平的动态响应模型， 津冀及周边“2+26”城市空气质量达
工大学、北
实现综合经济驱动、能源战略的中长期排放削 标对策建议（2019 年 9 月）。
京思路创新
减动态情景模拟；4、建立大气污染防治方案的
科技有限公
经济成本、环境和健康效益的评估方法体系，
司
构建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组合筛选及优化方法，
基于成本效益分析提出不同环境目标下的多污
染物协同控制技术途径；5、综合经济发展与能
源战略，构建中长期排放削减动态情景库，建
设多尺度大气污染防治综合决策技术支持平
台，实现“经济发展-能源消耗-防控措施-污染
排放-空气质量-人群健康”的系统化评估，并
在区域层面和典型城市开展示范应用。

1、筛选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典型气象年”和“最 1、完成以 PM2.5 年均值达标为目标的
不利气象年”。使用空气质量模型，建立细颗粒 SO2、NOX、PM、VOCs 及 NH3 等污染物
物年均浓度达标和基本消除重度及以上污染这 年度环境容量分析（2018 年 2 月）；
两个空气治理目标约束下的大气环境承载力分 2、完成以采暖季 PM2.5 污染为重点的
析技术方法，分析“典型气象年”和“最不利 不同季节环境容量，以及针对极端不
气象年”的年度和季节大气环境容量，核算针 利气象过程的重污染过程环境容量
对“典型重污染气象过程”的短期大气环境容 分析（2018 年 6 月）；3、完成未来 5
量。研究不同优化体系和优化目标组合下的各 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发展情景构造，
城市污染物减排目标方案。2、研究区域社会经 完成“大气十条”评估，提出“大气
济发展、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可能变化趋势，十条”二期目标和措施建议（2018
区域城市间和城市交通系统建设的可行措施， 年 9 月）；4、得到直至 2030 年分阶
促进区域绿色生活方式的主要措施，清洁生产、段的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情景方案、空
技术进步发展趋势，构建不同京津冀协同发展 气质量改善目标和主要大气污染物
区域大气承 战略情景，使用中长期综合能源系统分析模型 排放量目标（2018 年 12 月）；5、产
环境保护
载力与空气 (IPAC-AIM/Local)估算这些情景下的主要大气 出区域大气重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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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环境规 雷
质量改善路 污染物排放量，评估关键政策其对大气环境的 政策建议（2019 年 2 月）；6、完成
划院
线图
影响。3、分析《大气十条》实施以来区域大气 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政策、可用技
环境质量变化状况，评估各项措施对大气环境 术措施的情景分析结果和技术路线
的影响和效果。识别目前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 图（2019 年 6 月）。
控的管理薄弱环节，研究区域和不同城市未来
5 年所需要实现的近期空气质量目标，结合强
化环保督察、组建区域大气环境管理机构等提
出落实区域污染联防联控协作机制的各项措
施。4、研究以京津冀为核心，京津冀及周边区
域不同类型城市不同阶段的 PM2.5 年均浓度和重
污染频率降低等大气环境改善目标。测算不同
阶段各城市、分行业的 SO2、NOX、PM、VOCs、
NH3 等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综合分析各类政策
技术情景和减排方案下大气环境质量和经济社
会成本，构建区域空气质量改善技术路线图。

国家发展改
革委能源研
究所、中科
院大气物理 向伟玲、姜克
宇 所、清华大 隽、许嘉钰、薛
学、中国矿 文博、徐向阳
业大学、中
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

1、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空气重污染预 1、初步具备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未来
警应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重污染过程的 10 天逐小时 5×5 公里分辨率的区域
特征规律，建立完整的重污染过程客观分类方 空气质量数值预报能力，构建重污染
法和案例库，建立基于案例分析的重污染预警 天气应对动态决策支持平台框架，初
支持系统，完善空气重污染预报预警技术方法。步搭设重污染天气舆情监测系统
2、提高重污染天气预报提前量并延伸预报空间 （2017 年 9 月）；2、形成 2013-2017
范围，以具备对重污染过程提前 7-10 天识别的 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重污染案
中国环境监
功能，提升空气质量业务预报系统的速度优化 例初步分析报告，完成部分重污染案
测总站、北
技术及运行保障能力，升级国家空气质量预报 例的诊断及数值模拟工作（2018 年 2
京市环境保
业务平台及重污染预报产品。3、建立重污染天 月）；3、完成基于案例分析的重污染
护监测中
气应急预案修编、评估和核查技术体系，包括 预警应急支持系统，完成重污染天气
重污染天气
中国环境
心、中国环
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准修订、
“2+26”城市不 应对效果评估模块的开发，形成重污
孙峰、王威、易
3-3 联合应对技
科学研究 胡京南 境新闻工作
同预警等级下的减排比例优化、工业行业应急 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技术指南，完成
鹏、白志军
术平台
院
者协会、清
减排技术及重污染天气应急核查技术方法构建 重污染天气公众心理学研究报告
华大学、北
等。4、整合本课题和专题一、专题二的相关研 （2018 年 9 月）；4、提交重污染案
京思路创新
究成果，融合大数据分析、模型模拟、虚拟可 例数值模拟及分类技术研究报告，提
科技有限公
视化等技术，建立“源动态更新-预测预报-成 交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应对效果综合
司
因分析-预警应急-效果评估-措施调整”的动态 评估报告，完成媒体报道特征规律及
决策支持平台，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重 舆论引导效果研究报告（2019 年 2
污染天气联合应对提供技术支撑。5、研发重污 月）；5、整合课题相关研究成果，完
染天气舆情监测系统，构建舆情案例库，优化 成重污染天气应对动态决策支持平
和完善重污染天气环境舆情指标体系，开展重 台构建，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染
污染天气公众心理学、舆情分析与引导研究， 天气联合应对提供技术支撑（2019
提升舆情监测和快速应对能力。
年 8 月）。
1、大气污染防治综合解决方案制定的技术方法 1、完成专家论证, 开展技术培训
清华大学、
及长效决策支撑机制研究。研究用于指导和规 （2017 年 9 月）；2、完成“2+26”
环境保护部
“2+26”城市
中国环境
贺克斌、孟凡、
范“2+26”团队有序开展科技支撑研究工作的 冬季污染防治方案（2017 年 12 月）；
环境规划
3-4 综合解决方
科学研究 李海生
王自发、程水
章程及工作机制。统一开展技术培训、技术研 3、提交重大活动空气质量保障方案
院、环境保
案研究
院
源、王淑兰
讨和跟踪监督工作，科学开展方案执行结果的 （2018 年 2 月）；4、形成“2+26”
护部环境工
跟踪和定量评估研究。保障大气污染防治解决 城市综合解决方案（2018 年 9 月）；
程评估中

方案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长效性。研究城 5、完善“2+26”城市综合解决方案
心、中国科
市大气污染防治综合解决方案制定的技术方 （2019 年 2 月）。
学院大气物
法。开展针对目标制定、差距分析、控制潜力
理所、华北
分析和对策制定、方案优化等关键环节的研究
电力大学
技术方法。保障将科技攻关成果落到为城市精
准治污及精细化管理的服务实处。研究建立包
括方案制定-执行-评估-调整-修订的方案制定
/执行长效科技支撑机制。促进和带动地方科技
支撑队伍的能力建设。为地方大气污染治理提
供可持续服务。2、分类研究不同类型城市的大
气污染综合防治解决方案。将“2+26”城市按
大气环境问题、产业结构等差异性进行分类，
针对不同类型城市开展有重点的攻关方案研
究。针对北京、天津等特大型城市，重点分析
主要驱动力的调整潜力，明晰空气质量分阶段
改善目标及实现目标的路径，提出大气污染综
合解决方案。针对唐山、邯郸、邢台等重工业
化城市，重点突出重工业企业分类治理措施及
其对应的环境效果，提出不同阶段目标下的减
排技术、配套政策和能力建设需求及可行性。
针对石家庄、沧州、廊坊等石化制药为支柱产
业城市，重点分析石化、制药行业排放 VOC 对
污染的影响，制定多污染物协同减排方案，从
而确定支撑分阶段空气质量目标的多污染物减
排目标。针对新乡、聊城、长治等城市，根据
自身特点和制约空气质量改善的瓶颈寻找突破
口，明确城市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提出不同
城市大气污染防治的分类解决方案。
基于环境监 1、针对直接使用环境监测数据代表人群暴露水 1、初步建立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毒 中国环境
中国医学科 赵秀阁、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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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永杰
测和比较风 平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问题，从京津冀“2+26”性数据库（2017 年 9 月）； 2、提出 科学研究
学院基础医 张衍燊、许群、

险评估环境 城市，按照不同城市功能分类，选取代表性城 大气污染物比较风险评估和精细化
院
管理支撑技 市开展研究，其中 1 个城市作为建模城市，再 暴露评价技术规范（2018 年 2 月）；
术研究 选 1-2 个城市作为模型验证城市，同时进行监 3、提出高健康风险大气污染物清单
测站点和人群社区点位的大气污染物观测和相 筛选技术规范，提出京津冀重点地区
应的人群调查。建立基于环境空气监测数据的 大气优控有毒有害污染物清单（2018
精细化人群大气污染物暴露动态适应性模型， 年 9 月）；4、完成京津冀重点地区重
实时动态精细化评估人群大气污染物暴露水 污染优控有毒有害污染物的精细化
平，以满足科学合理利用环境监测数据评估人 暴露评价（2019 年 2 月）； 5、建立
群健康风险的管理需求；2、针对研究区域的工 比较风险评估模型并评估京津冀及
业产业结构、工业企业分布、污染排放特征等，周边城市大气污染风险（2019 年 8
确定备选污染物。在研究城市中，利用精细化 月）。
人群大气污染物暴露动态适应性研究所获得的
监测数据、暴露评价数据等，综合污染物生物
蓄积性、毒性效应、环境浓度、人群暴露水平、
防控和减排措施可达性等，建立健康风险排序
指标体系、风险分级方法并分级，确定京津冀
地区优控有毒有害污染物排序，以满足管控需
求；3、参考已有研究成果，建立适合我国大气
环境管理的比较风险评估模型和方法。模型涵
盖大气污染因素、人群暴露、环境管理、环境
意识、社会经济等模块。在“2+26”个城市中，
选择模型所需数据较为完整的城市，应用比较
风险评估模型划分大气污染高风险区，以满足
在同一评价体系下综合量化评估大气污染和健
康风险管理需求。为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防治
综合科学决策提供科学支撑，并为全国其他地
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方法学和经验参考。
数据管理平 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综合立体观测 1、大气污染综合数据采集与共享平 国家环境
3-6 台与质量控 中多源监测数据质控需求，研究现场联合监测、台（2018 年 9 月）；2、大气攻关项 分析测试 张
制
实验室分析、数据管理的归一质量控制方案， 目实验室筛选技术规定（2017 年 8
中心

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
大学、环境
保护部固体
废物与化学
品管理技术
中心、环保
部环境规划
研究院、北
京师范大学

张元勋

中国环境监 滕曼、王维、何
烃 测总站、中 立环、陈爱忠、
国环境科学
王晓利

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实现综合立体观测的内部和 月）；3、大气攻关项目实验室分析技
外部质量控制，开展大气攻关项目数据采集、 术规定（2017 年 9 月）；4、大气攻
传输、汇交、共享技术流程规范化研究，研发 关项目外场观测质控技术规定（2017
集外场观测手工采集、数据汇交及共享于一体 年 9 月）；5、大气攻关项目数据管理
的数据管理平台。1、项目多源监测数据归一质 技术规定（2017 年 9 月）；6、项目
控体系研究，包括：外场观测质量保证体系研 外场观测质控数据集（2018 年 9 月）；
究，外场观测质量控制要求研究，外场观测数 7、项目实验室分析质控数据集（2018
据审核和质量评价技术研究，大气攻关项目数 年 9 月）；8、大气攻关项目外场观测
据管理技术研究。2、统一实验室分析质控技术 数据质量控制报告（2018 年 9 月）；
研究，包括：实验室分析质量保证体系研究， 9、大气攻关项目实验室分析数据质
实验室筛选与分析技术规范研究，实验室分析 量控制报告（2019 年 2 月）。
外部质控技术研究，实验室分析数据质量评价
技术研究。3、大气环境科学综合数据采集与共
享平台研究，包括：标准化数据资源目录及分
类体系研究，规范化数据采集及汇交流程研究，
数据智能化审核及质量控制技术研究，大气环
境科学综合数据集构建，数据共享及安全机制
研究，大气环境科学数据采集与共享平台研发。
1、针对现有科研成果碎片化导致成果难以及时 1、建立课题研究成果统一管理的技
有效支撑大气环境管理的需求，整合各专题的 术规范，形成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
研究成果，构建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 重污染来源成因的基本科学共识
目管理技术体系，对所有专题成果提出统一管 （2018 年 2 月）；2、建立大气污染
理技术规范，研究攻关项目成果转化技术和机 热点问题的快速响应机制和定期研
攻关项目成
中国环境
制，建立大气污染防治科研成果集成和应用体 讨平台，形成冶金、建材、能源、交
3-7 果集成与应
科学研究 郝吉明
系，并开展应用示范效果评估，有效支撑京津 通四大领域产业结构升级方案和绿
用示范
院
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重污染治理工作；2、色发展战略及区域管理政策体系的
加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重污染来源成因科 政策建议，建立大气污染综合防治对
研成果的集成研究和综合评估，建立大气环境 策库（2018 年 9 月）；3、形成京津
热点问题快速响应机制，组织大气重污染来源 冀及周边地区大气重污染来源成因
成因系列研讨会，形成热点问题的基本科学共 和治理对策的综合研究报告，完成区

研究院、环
境保护部环
境工程评估
中心、河北
省环境应急
与重污染天
气预警中
心、中兴仪
器（深圳）
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 张远航、贺克
北京大学 斌、柴发合

识，并通过总体专家组平台统一发布，为凝聚 域行业减排潜力和减排成本收益表
社会共识、重污染天气舆情引导及公众科学普 （2019 年 2 月）；4、完成大气重污
及提供科技支撑；3、通过对污染源排放现状评 染成因与治理攻关研究成果的集成
估和管控方案的研究，开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及示范应用，形成重污染天气热点问
重点行业减排潜力研究和管控措施综合评估， 题专家解读、治理对策和重大决策研
编制区域重点行业减排潜力表，提出冶金、建 究成果汇编（2019 年 8 月）。
材、能源、交通四大领域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绿
色发展战略；4、针对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及重污
染天气应对的重大决策需求，建立区域大气污
染防治对策库，综合大气污染防治综合科学决
策的研究成果，为环境保护部及相关管理部门
编制重大决策研究报告，为重大管理决策提供
快速有效的技术支撑。
专题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对人群的健康影响研究
（负责人：施小明、朱彤、徐东群）
主要研究内容：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范围内，依托我国现有健康监测项目，通过加密调查、死因回顾性调查，增加现有监测数据的代
表性，基于天地空一体化的大气环境综合观测网，精确评估大气污染，尤其是重污染天气，对普通人群死亡、因病就诊的急性健康影响；通过雾霾
期和非雾霾期比较以及固定群组等研究设计，开展大气污染物（包括颗粒物粒径和组分）对普通人群、儿童和老人等特定人群生物效应指标的影响
研究，筛选出大气污染物（包括颗粒物粒径和组分）对人体健康损害的特异性效应标志物；利用既往多中心临床研究的呼吸系统、心血管疾病队列
研究，开展补充性人群健康调查，评估大气污染对心肺患者和敏感人群的健康影响和疾病负担研究；针对高度关注的肺癌高发和上升速度快等热点
问题，评估大气污染对肺癌等主要癌症的归因风险及疾病负担；基于研究中所攻关的数据结果，开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的健康风险评估，
了解该区域的大气污染健康影响现状及健康风险。在大气颗粒物污染特征不同的典型研究地区，选择住宅、学校、公共场所等不同类型建筑，进行
空气净化器和新风系统 PM2.5 净化效果评价；对高暴露人群、敏感人群及心肺疾病患者，开展干预研究，评价口罩、中药代茶饮等对不同人群的防护
效果及健康获益。同时研究公众不同认知状况下，雾霾防护核心信息，针对重点人群以及不同场所，设计和开发健康教育策略、宣传资料与应对方
案。
主要预期成果：1、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尤其是重污染天气对人群的健康影响及其程度，不同情境下大气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的风险预测（2019
年 9 月）。2、大气主要污染物对肺癌等主要癌症发病及死亡的健康影响、归因风险和疾病负担（2019 年 8 月）；3、口罩、空气净化器、新风系统、
中药代茶饮等的健康防护效果（2019 年 9 月）；4、通过攻关获得一批大气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及防护效果研究的技术、方法、规范、指南和报告（2019
年 9 月）。

基于已有监测系统，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开展 1、大气颗粒物及其化学组分的人体
大气污染对人群健康影响加密调查、死因回顾 暴露评价技术及生物标志物测量技
性调查，结合空气质量、气象等监测资料，精 术的建立（2018 年 2 月）；2、京津
确评估大气污染尤其是重污染天气对普通人群 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尤其是重污
总死亡、心肺疾病死亡、因病就诊的影响及程 染天气对人群的急性健康影响（就诊
北京大学、
度。开展大气污染物（颗粒物粒径和组分）对 和死亡）报告（2019 年 9 月）；3、
清华大学、
普通人群生物效应指标影响的多中心调查，对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特征污染物
京津冀及周
中国疾病
中国疾病预
比轻、重污染下生物效应指标的急性改变；采 急性健康效应敏感性生物标志物清
边地区大气
预防控制
防控制中心
用组学分析技术筛选大气污染物对人体健康损 单（2019 年 9 月）；4、识别关键危
朱彤、李湉湉、
污染对普通
中心环境
慢性非传染
4-1
害的敏感性生物效应指标。通过对儿童和老人 害组分的来源；获得污染物暴露与健
施小明
韩京秀、赵峰、
人群、特定人
与健康相
性疾病预防
等脆弱人群的固定群组研究，评估大气污染对 康效应生物标志物的关联（2019 年 9
汪海林
群的急性健
关产品安
控制中心、
特定人群的健康影响；并结合筛选和靶向分析 月）；5、评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PM2.5
康影响研究
全所
中国科学院
技术，识别危害个体健康的关键颗粒物化学组 超额死亡风险并可视化展示；重污染
生态环境研
分及粒径；开展干预研究论证重污染期间实际 条件下对人体生物标志物影响的风
究中心
颗粒物暴露导致健康效应指标的改变。开展大 险评估（2019 年 9 月）。
气污染健康影响的风险评估研究，评估减排情
景下 PM2.5 人群超额死亡风险减少情况并实现可
视化；评估大气重污染对人体生物标志物影响
的健康风险。
结合攻关任务实际需求，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1、发现大气污染对慢阻肺、哮喘患
首都医科大
部分城市开展大气污染对慢阻肺、哮喘患者健 者疾病发作的主要影响因素（2019
学附属北京
康影响的研究。1、大气污染对慢阻肺、哮喘患 年 9 月）；2、发现大气污染对慢阻肺、
儿童医院、
重污染天气 者疾病发作的影响：收集研究地区近五年环境、哮喘患者早期敏感性呼吸相关症状
广州医科大
对慢阻肺和 气象及医疗卫生数据，定量评价重污染天气对 （2019 年 9 月）；3、构建臭氧对慢
学附属第一 徐保平、李婧、
中日友好
4-2 哮喘等疾病 慢阻肺、哮喘患者疾病发作（呼吸科门诊就诊、阻肺、哮喘患者健康影响的评估模型
杨 汀 医院、中国 单广良、王晓
医院
患者的健康 急诊就诊、住院及死亡）的影响；评估大气污 （2019 年 9 月）；4、构建研究地区
医学科学院 平、张晓雷
影响研究 染对上述患者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2、大气污 慢阻肺、哮喘患者的环境-健康数据
基础医学研
染对慢阻肺、哮喘患者呼吸症状的影响：对慢 库（2019 年 9 月）；5、发布大气污
究所、北京
阻肺、成人哮喘和儿童哮喘患者开展为期 1 年 染对慢阻肺、哮喘患者急性健康影响
大学公共卫
的前瞻性观察研究，主要针对呼吸相关症状进 的评估报告（2019 年 9 月）；6、构
生学院、京

重污染天气
对心血管疾
4-3 病患者和高
危人群的健
康影响研究

行加密随访调查，评估大气污染对上述患者呼 建大气污染对慢阻肺、哮喘患者健康
吸症状的影响，分析差异性影响因素及敏感性 影响的方法学评价体系（2019 年 9
指标。3、大气污染对慢阻肺、哮喘患者生物效 月）。
应指标和肺功能的影响：对慢阻肺、成人哮喘
和儿童哮喘患者开展为期 1 年的前瞻性观察研
究，在不同随访时间点，进行肺功能检查（全
肺功能+弥散、呼出气一氧化氮）和生物样本采
集。其中，部分患者佩戴 PM2.5 个体采样仪，可
获得 PM2.5 的精确个体暴露水平数据，进而从临
床监测数据、生物学指标、生活质量等多个维
度解析慢阻肺、哮喘患者在不同污染属性地区、
同样污染情况、不同暴露剂量等条件下临床、
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试图解读差异性影响因素；
识别与大气污染相关的早期生物效应指标及肺
功能参数。
1、基于人群队列的重污染天气对心血管疾病患 1、获得基于人群队列的空气污染物
者和高危人群的健康影响研究。基于京津冀及 急性暴露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居民
周边地区社区居民近 40 万人和心血管病高危 心血管病患者健康危害的定量评价
对象近 10 万人，建立人群队列。基于既往临床 证据（2018 年 9 月）；2、获得基于
研究中入选的各类心血管病患者约 1.5 万人， 个体水平数据的人群对空气污染物
形成患者队列。在获得大气污染监测和气象记 急性暴露敏感性相关因素的证据
录数据的基础上，收集队列对象的住院和死亡 （2019 年 8 月）；3、撰写各类空气
国家心血
数据，采用病例交叉设计，评价日均空气污染 污染物对国人心血管病健康危害评
李
管病中心
情况与人群心血管病发病和死亡的关联，包括 价的专家共识（2019 年 9 月）。
对暴露与事件之间的滞后效应、连续重污染暴
露的累积效应、污染暴露与其他气象环境之间
的交互作用等因素的评价；根据病例个体人口
学、行为、临床等特征，以及当地长期平均污
染水平等因素进行分层分析，精细评价颗粒物
污染急性暴露对不同人群、地区心血管发病和

津冀环境气
象预报预警
中心

静

无

刘佳敏、侯剑
峰、李希、路甲
鹏、康明明

大气污染导
致肺癌等主
4-4 要癌症的归
因风险与疾
病负担研究

死亡的影响。2、基于个体水平的重污染天气对
心血管疾病患者和高危人群的健康影响研究。
在人群队列和心血管病患者队列中，采用巢式
病例对照的方法，选择重污染天气发生心血管
病住院或死亡的对象作为病例，另选未发生心
血管病住院或死亡的对象作为对照，利用队列
研究的基线调查信息，对比病例与对照之间临
床、遗传、代谢等个体特征的差异性，分析这
些因素与重污染条件下心血管发病或死亡风险
之间的关系，从个体水平识别可能与颗粒物污
染暴露敏感性相关的特征。3、空气污染物对心
脑血管系统急性健康影响的系统综述。检索
Pubmed 和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收集
有关各类空气污染物急性暴露与心血管疾病发
病和死亡关系的相关资料，分类整理空气中颗
粒物（PM10、PM2.5）、氮氧化物、臭氧、二氧化
硫等的相关证据，进行荟萃分析，评价各类空
气污染急性暴露对心血管健康的影响，并通过
亚组分析比较国内外研究发现的异同。
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大气污染对癌症发病 1、完成基础数据库的整理，包括以
国家卫生计
和死亡影响的问题，将通过覆盖大人群的肿瘤 京津冀地区为核心的肿瘤数据及死
生委统计信
随访登记监测体系，综合大气污染数据、社会 因数据库，并完成大气污染数据的匹
息中心、北
经济数据、医疗卫生数据，分析肺癌与大气污 配校验工作（2018 年 2 月）；2、完
京大学肿瘤
染的相关性，评估室外大气污染对肺癌的归因 成以京津冀地区肿瘤监测地区和空
医院、河北 孟群、郑荣寿、
国家癌症
风险及负担影响；以肺癌为研究重点采集临床 气质量相对较好地区的高精度肺癌
陈万青 医科大学第 曾红梅、贺宇
中心
病历信息，同时选择其他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 临床数据收集和整理，包括患者的基
四医院、天 彤、王宁
2-3 个肿瘤登记处，建立基于人群的肺癌高精 本信息、发病信息、生存信息以及肿
津市疾病预
度数据库，分析分析比较大气污染不同组分对 瘤部位、病理名称、病理类型、病理
防控制中
肺癌病理类型的发病及预后的归因风险；其次，分期等信息，并完成癌症现况分析结
心、山东省
综合人群肿瘤监测的历史数据及大气污染数 果（2018 年 9 月）；3、完成大气主
肿瘤防治研

据，分析大气污染与其他主要癌症的发病、死 要污染物与肺癌等主要癌症的发病
究院
亡的关系；通过对癌症病例的随访，分析大气 率、死亡率的相关性分析和评估；完
污染对肺癌等主要癌症的预后影响；根据卫生 成大气主要污染物的归因风险评估
网络直报系统收集的医疗机构年报数据和全国 及疾病负担研究；完成大气主要污染
住院病案首页数据，提取分析并评估癌症患者 物对肺癌不同亚型的发病、死亡和预
的直接和间接经济负担，结合归因风险的结果，后的综合评估；完成癌症患者经济负
评估因为大气污染所致的癌症经济负担情况并 担的评估及归因于大气污染的测算；
预测未来到 2030 年肺癌及主要癌症的变化趋 完成因空气污染所致的癌症经济负
势及大气污染所致的经济负担变化，为癌症防 担测算（2019 年 2 月）；4、完成大
控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气污染对肺癌等主要癌症疾病负担
及归因的分析评估报告（2019 年 8
月）。
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开展人群健康防护及健 1、重污染天气佩戴口罩对成人慢阻
康教育传播研究，包括：1、选择慢性气道疾病 肺、哮喘患者、儿童哮喘患者的健康
患者，心血管病高危人群及冠心病患者，开展 防护建议报告（2019 年 3 月）；2、
干预研究，选择普通人群和患有心肺等多种慢 重污染天气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和
中日友好医
性病的患者，进行固定群组研究，评估重污染 患者健康防护与干预措施的建议报
院、中国医
天气佩戴口罩的健康防护效果；2、调查代表性 告（2019 年 3 月）；3、建立一套适
学科学院阜
城市商场、酒店、候车室等典型公共场所及小 合我国当前污染现状和特点的暴露 中国疾病
外医院/国
重污染天气 学校新风系统及空气净化系统安装及使用现 干预措施的急性健康防护效果的评 预防控制
家心血管病
代华平、陈恕
下人群健康 状。定量评估净化器或新风系统对公共场所、 估体系，建立基于佩戴口罩方式的干 中心环境
中心、北京
4-5
徐东群
凤、宫继成、刘
防护与干预 小学教室、家庭室内 PM2.5 等空气污染物的净化 预措施对大气细颗粒物暴露的健康 与健康相
大学、首都
清泉、李长宁
研究
效果，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使用对小学生、 防护效应的研究方法（2018 年 6 月）；关产品安
医科大学附
一般健康老年居民和冠心病患者健康防护效 4、北京、天津、石家庄、郑州、济 全所
属北京中医
果；3、通过前瞻性队列研究，观察重污染天气 南、太原 6 城市商场、酒店、候车室
医院、中国
下，服用和未服用中药代茶饮的健康人群、慢 等典型公共场所及小学学校新风及
健康教育中
阻肺、哮喘、稳定性心绞痛等三种疾病稳定期 空气净化系统安装及使用现状报告。
心
患者心肺症状的变化，明确中药代茶饮对健康 （2017 年 12 月）；5、公共场所室内
人及上述三种心肺病症患者的疗效；4、开展雾 PM2.5 等空气污染物的净化效果与影
霾健康防护重点信息分析、核心信息和传播材 响因素报告（2018 年 12 月）；6、住

料研发。

宅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使用对冠
心病人及其健康配偶健康防护效果
评估报告（2019 年 6 月）；7、教室
空气净化器或新风系统使用对小学
生健康防护效果评估报告（2019 年 6
月）；8、明确中药代茶饮对健康人群
和慢阻肺、哮喘、稳定性心绞痛等三
种心肺病症的疗效（2018 年 12 月）；
9、不同人群、不同场所大气重污染
人群健康防护核心信息（2017 年 12
月）；10、不同人群、不同场所大气
重污染人群健康防护指南（2018 年 9
月）。

